
六十年为一个甲子年，著名沪
剧演员王盘声的“志超读信”这一家
喻户晓的唱段，自上世纪四十年代
中期首唱起始，屈指算来已有 60多
年，时间跨度证实了“读信”隽永的
艺术魅力。

上世纪四十年代，都是青春年
华的王盘声、凌爱珍是文滨沪剧团
的头牌小生和头牌旦角。形象姣好、
演唱俱佳的凌爱珍早年是沪上戏曲
界响当当的明星，被当时媒体称为
上海滩凌小姐凌美人。她与身材颀
长潇洒英俊的王盘声在舞台上常演
对手戏。四十年代，文滨剧团长期驻
演恩派亚戏院、中央大戏院（嵩山影
院、北海剧场），1947年首演《碧落
黄泉》，王盘声饰汪志超，凌爱珍饰
李玉茹。“读信”是幕外戏，是志超收
到玉茹来信后，避开热闹的婚礼场
合读信的。当年，是由凌爱珍在二道
幕布里唱的，志超只是翻动信纸，看
完信后才接唱：“我勒此地婚来结，

玉茹在杭州将要死，山盟海誓我亲
口约，金家的亲事我非愿意，我宁可
背上不孝罪，不能让玉茹含恨死
……”那时没有无线话筒，全靠按在
台口的固定话筒扩音，凌爱珍隔着
幕布唱，台下听不太清，她便对王盘
声说：“隔着幕布，我再用力唱，也是
吃力不讨好，你去唱吧。”由于凌爱
珍这一让唱，由此就有了“志超读
信”这一唱段。那时25岁的王盘声
就精通沪剧各种曲调。他在读信中
融入了凌爱珍唱过的感情深沉的唱
腔，并加以改进，在唱词上也有所改
动。这样，“读信”的效果相当好，赋
子板（快板）这一沪剧特有的演唱板
式原本就很受观众欢迎，王盘声在

“读信”中唱得酣畅流利，声情并茂。
一般新戏上演，日夜两场，平均有七
八成观众，但由“读信”所产生的影
响，使《碧落黄泉》越演越火。

《陆雅臣》一剧是申曲经典，具
有戒赌意义。由申曲泰斗筱文滨主
演陆雅臣。申曲发展成沪剧后，常由
王盘声主演，凌爱珍饰陆妻，筱文滨

夫人筱月珍饰岳母。筱月珍原籍扬
州，唱的沪剧骨勒松脆，被称为钢
腔，凌爱珍的凌派唱腔是由筱月珍
唱腔和软糯圆润的沈筱英的唱腔融
合成的，并结合了自己的演唱个性，
刚柔相济，在几位沪剧以悲旦见长
中独树一帜。筱月珍有女中丈夫之
称，办事果断，她替丈夫掌管着男女
名角甚多的剧团，有条有理。前些
年，沪剧名角会串上演《陆雅臣》时，
汪秀英饰岳母。“待老生雀尖眉梢抬
头看……”汪秀英是沿唱筱月珍的
钢腔，惟妙惟肖。王盘声的“陆雅臣
叹五更”要唱廿多分钟，他在筱文滨
书卷气的音律中融入了高低音变
化，潇洒深沉，韵味很浓，让观众听
得津津有味。

王盘声又一经典唱段是《李三
娘》一剧中的“刘志远敲更”：“夜阑
人静，大小百家都在床上睡，翻身睏
勒梦里厢……富贵人踏雪题诗句，
我刘志远冰天雪夜看更厢。”他把

“睡”唱得很长，音韵绕梁。在 1987
年举行的王盘声演唱会上，王盘声
携五名弟子各唱一节“敲更”，沪上
很多名角前来助兴。当时，10元一
张的前座票，黄牛票翻到 30元。九
江路人民大舞台门前人头攒动，这
三场王盘声演唱会是沪剧盛会。回
朔当年，《李三娘》在恩派亚戏院初
演时，也是王盘声与凌爱珍演的对
手戏，凌爱珍以凌派特有的韵味唱
了一曲“赏雪”：“冰天雪地成一色，
欣赏雪景无限好，有两种悲欢在人
世上……”为凌爱珍特制的织锦缎
披风，使她在舞台上更加风姿绰约，
具有名门淑女的气质，她的台步和
举手投足都是尽善尽美，当年媒体
说成是上海滩凌小姐，名至所归。上
世纪三四十年代，南京路、淮海路大
商店开张之日，常要请明星剪彩，每
当身穿绣花旗袍的凌小姐前来剪彩
时，商店面前人山人海，会堵住半边
马路。那年月电台是主要媒体，电台
上沪剧节目甚多，凌爱珍善唱赋子
板，三百多句的《女看灯》、《赏雪》、
《西厢开篇》是她经常唱的热门唱
段，有一次年终大会串时，她还客串
唱了一曲评弹。

筱月珍去世后，筱文滨缺少了
支撑剧团的支柱，文滨剧团于五十
年代初即告解散，凌爱珍受邀加盟
王盘声领衔的艺华沪剧团。她在艺
华沪剧团演出了不少优秀剧目。当
时沪剧团也时不时地特邀著名导
演，如《王文与刁刘氏》一剧请的是
名导宋掌轻，使主角配角的表演水
平都提高了一个档次。几乎每天夜
晚，“艺华”常年驻演的新光戏院摆
出硕大的客满牌，等候退票的戏迷
们仍坚持守望着。此剧，王盘声饰
王文，凌爱珍饰刁刘氏，他俩又演
了一个影响不凡的对手戏。凌爱珍
在舞台上既显示了刁刘氏妩媚狠
毒的一面，也表现了人物独特的情
感世界。在“诉状”一场中她又唱了
一百多句快板：“大人虎驾到此地，
王氏斗胆来见大人，像拨开乌云见
青天……”观众受舞台演出故事的
感染，往往对反派角色怀恨在心，
但当凌爱珍唱完“诉状”唱段，观众
却为反角鼓掌，为她的演唱叫好，难
能可贵。
（作者系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

刊头书法 孙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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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盘声与凌爱珍（上）

———戏曲名家舞台艺术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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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建筑园林学人、诗书画
大家“梓翁”陈从周教授生前语余
云：“诗书只把结缘看”，信哉其言
也。缘于上世纪八十年代黄浦区教
育学院学前教育大专班得意女生周
梅婴（现任职于九三学社徐汇区委）
的关系，与梅婴之父周永林相识，廿
余年来，相互切磋诗艺，其乐融融。

周永林，辛巳 1941年生于扬
州，性热诚，爱文学，富真情，又豁达
乐观。年轻时，从人民海军第二航空
学校毕业后，长期担任工厂行政、工
会、保卫工作与企业协会联络、秘书
职务，任劳任怨，业绩斐然。赋退后，
又满怀热忱地志愿参与徐汇区田林
社区的诗歌创作与诗报主编工作，
直到戊辰 2012年 6月 21日午时，
因尿毒症仙逝于中山医院为止，享
年七十二岁……

为忠于永林的未了心愿，年逾
花甲的永林遗孀钟志冬女史，在热
心友人的臂助下，耗时半年，裒辑面
世了这部《诗意的拐杖———周永林
诗文集》，诚为竭忠尽智，难能可贵，
足以“告慰永林在天之灵”焉。

赏读书的样稿后，除觉得入选
集中之《溢出社区的诗情———话说
田林歌谣诗词活动》、《关于社区文
化创新的初步思考》、《浅说文化自
觉与区域的繁荣进步》等论文，均为
实话实说，给人以有益之启迪外，这
篇小文拟着重对永林的诗歌作品之
特色，多说几句。

“诗言志”，“歌诗合为事而作”
（唐·白居易语），由于永林兄忠于以
上的真知灼见，又遵循传统诗词大
家毛泽东与现代世纪诗翁臧克家的
有关，“新诗要向古典诗歌与民歌学
习”，“应该精炼、大体整齐、押大致
相同的韵”的一致主张，故而永林又
自戊戌1958年写诗起，其诗品不仅
饱含鲜明的时代印记与浓郁的生活
气息，而且有一定的意象美与韵节
美。如他早年的《干》、《火种》、《喜鹊
谣》……与后来的《宽心谣》、《为官
十忌歌》、《社区劝孝歌》、《回呈沪剧
表演艺术家马莉莉》、《贺老伴六十

初度并谢祝寿宾朋》……均属于那
种“使人捧在手喜欢看，朗诵起来喜
欢听，看了后，记得牢，听了后，动于
衷，像风一般地在亿万人民的心中
鼓荡”（臧克家《学诗断想》）的好诗。
这就难怪《干》、《东风谣》诸篇发表
后，很快就被音乐家配上曲，广为传
唱了……

记得鲁迅先生曾在甲戌 1934
年给《新诗歌》杂志编辑窦隐夫，回
过一封有关新诗创作的信，信中说：

“我只有一个私见，以为剧本虽有放
在书桌上和演在舞台上的两种，但
究以后一种为好；诗歌虽有眼看的
和嘴唱的两种，也究以后一种为好；
可惜中国的新诗大概是前一种。”善
哉斯言！我觉得：除了某些“淡而少
诗味，或晦涩难懂”的诗作以外，大
凡“意象鲜明、情辞双美、雅俗共赏”
的新诗，一旦凭借她的“音韵美”与

“可诵性”，再通过“声情并茂”的朗
诵，而添上双翅，就会使诗的情味尽
情翱翔，产生极其广泛的攫夺人心
的艺术魅力。实践多次证明：许多宜
于“嘴唱”的新诗，具有强大的生命
力，一直流行至今，而且还将不朽地
流传下去，诸如：陶行知的《自立立
人歌》、刘半农的《教我如何不想
她》、徐志摩的《再别康桥》、臧克家
的《有的人———纪念鲁迅有感》、戴
望舒的《雨巷》、余光中的《乡愁》、郭
小川的《何必为年龄发愁》、柯岩的
《周总理，你在哪里？》……均是。

今天，我们也十分高兴地读到
周永林收入《诗意的拐杖》中的《致
诗人普希金》、《皖南诗草》、《三下海
南纪行》、《回赠台湾范光陵先生》、
《革除陋习歌》、《劝世民歌》……应
该承认：她们在一定程度上，均属于
鲁迅当年所倡导的那种宜于“嘴唱”
的诗歌佳作。爰以《相见欢》小令一
阕咏之：

永林矞矞诗文，献丹忱。姹紫嫣
红朵朵吐芳馨。感贤侣，二心聚，庆
长春。泻玉喷珠璀璨煜诗魂。
（此文为《诗意的拐杖》序，作者

系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

善哉，宜于“嘴唱”的诗歌
———喜赏周永林诗文集《诗意的拐杖》

两岸文化寻求深层共
鸣，由徐汇艺术馆发起主
办的“汇聚———两岸当代
艺术交流展”分别于 2013年 9月、
11月，以及 2014年 1月和 3月在
上海、高雄、桃园、宜兰四地巡回展
出。

11月 21日徐汇艺术馆一行前
往台湾筹备“汇聚”高雄站展览、参
加开幕活动，并对台湾多个城市的
公共文化场馆进行了深入的了解。

徐汇艺术馆一行以高雄为起
点，一路沿台湾岛东线至台北，先后
参观了高雄正修科技大学艺文中
心、高雄市立美术馆、驳二艺术特
区、花莲文化局文化园区、宜兰罗东
文化工场、兰阳博物馆、台铁宜兰段
建筑群、几米广场、十三行考古博物
馆、艋舺剥皮寮历史保护区、诚品书
店、台北故宫博物院、国父纪念馆以
及各城市的旅游服务中心等，对台
湾的人文特色、城市风貌和文化场
馆现状做了深入的了解，对两岸文
化艺术发展和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也
产生了许多感慨和讨论。

高雄正修科技大学艺文中心创
办了台湾首个文物修复中心和艺术
银行，对各类文物或艺术品进行专
业修复，并接受委托对修复后的物
品进行专门保存。

在驳二艺术特区，那里由高雄
港的闲置仓库和火车站改建而成，
目前已成为台南发展实验创作的场
所，为产业结构的改变提供了场地
和平台。艺术家们在那里进行当代
艺术创作，成为同一种语言跨时空
的回响，唤醒了一段历史的重生。

宜兰罗东文化工场曾承办第
49届金马奖颁奖典礼，是台湾重要

的新兴艺术地标。文化工场一改“文
化中心”以往拒公众于千里之外的
封闭形象，建立了一个供人们日常
使用的开放空间，成为集展览、演
出、社区活动和运动锻炼的公共区
域。在设计理念和空间衔接处处融
入当地人的生活记忆和社会发展轨
迹。场馆内的“空中艺廊”定期举办
美术展览，从视线所及到现场感受
都极易引起当地居民的心理共鸣，
并且自然而然地将当地的历史人文
教育结合当下的社会理念传递给子
孙后代。

“家，是博物馆”是兰阳博物馆
入口广场上的标语。即便是关于地
质和历史的介绍，设计者都动足了
脑筋，通过充满惊喜的体验和互动
来引发观众对展览内容的关注，也
加深观众对这些枯燥知识的理解和
印象。

高雄市立美术馆的主场馆建在
一片生态公园内，其外部空间因与
公园融为一体而成为当地市民休
憩、锻炼和举办文化活动的场所，也
是极受游客欢迎的观光重地。

几米广场和台铁宜兰段建筑群
是相连的两个公共活动空间。前者
将著名插画家几米的代表作元素放
大成雕塑作品，结合其插画将整个
空间营造成“漫画的世界”。而后者
与此处的旅游服务中心结合在一
起，既有实用安静的室内空间，又有
古老建筑构架下的半开放活动空
间。

诚品书店是台湾的重要文化地
标，随着品牌的树立和影响力不断

扩大，诚品吸引了大批文
学家、艺术家、学者和读者
的关注，远远超越了“卖书

商店”的概念，而成为一个文化展示
和交流的平台，定期举办形式多样
的读者见面会、讨论会、展览和讲
座，成为文化创意的集中地。

此次交流所及的各美术馆、博
物馆内，展厅导览、秩序维持和服务
人员等悉数由义工组成，以青年居
多，都要经过严格考查筛选和规范
培训才能上岗。

台湾各城市中散布着大小不
一、风格各异的旅游服务中心，在这
里，当地居民出于对公共服务的热
情，自愿报名参加义工工作。许多与
我们交流的义工都说：“我就是在这
里长大的，我对这里有很深的感
情。”

这样“就地取材”的义工服务系
统不仅节约了政府和机构的运营成
本，更由于当地的身份和经历而使
他们天然地带有“活文化”和“活历
史”的优势，成为赋予这些场馆生命
力的一支工作团队，也为观众和游
客提供了更加丰富和鲜活的服务。

“汇聚”一展不仅成就了两岸
当代艺术“相聚徐汇”的佳话，更成
为徐汇艺术馆走出上海、进行跨区
域合作的一次成功尝试，为台湾与
上海徐汇今后更广泛更频繁的文化
艺术交流打下基础，也为徐汇真正
成为“汇聚四方”的文化集散地贡献
了力量。

寻求两岸文化深层共鸣
!

唐丽青

徐汇艺术馆策划的“向未来”艺
术研究实演展于 12月 27日正式开

“演”，此次展览是从专业美术馆角
度考察新时期艺术实验的一次尝
试。此次参展的八位艺术家：来源、
何振浩、林森、李储会、鲁丹、胡继
宁、杜海军、徐蕾，都受过良好的学
院训练，掌握扎实的写实基本功，但
同时又意识到这种训练存在的局限
和面对的挑战。如何应对数字化时
代的现实，是他们需要思考的问题。
他们不再满足于刻画具体对象或事
物，而是倾向于概括化、观念化、抽
象化的处理，使之承载更多的思想
内涵。

与展览同步推出的，由上海三
联书店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向未
来———艺术创作实研》一书，是该
展的理论成果，由著名艺术评论家
潘耀昌和汪涤领衔执笔，涵盖了对
艺术创作产生影响作用的多方面
因素的分析，尤其是 20世纪中国
美术教育、海上绘画的历史等，图
文并茂，是一本对创作极具参考价
值的书籍。展览将展至 2014年 1
月 16日。 （朱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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